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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35

日这天! 女儿第一次离开我"

离开家!参加周口晚报组织的北京"秦皇

岛夏令营活动#

女儿已经十岁半了!有一定的自理能

力!这个暑假!是该让女儿参加夏令营了$

而无论参加哪种夏令营!我相信对孩子的

性格养成% 知识积累以及情商的提高!都

会有不同程度的帮助$ 况且走出家门和校

门!走出小圈子!几十个孩子和老师一起

游玩!既是对精神的陶冶!也是对身心的

一种锻炼$ 毕竟孩子整天围着父母转!将

孩子放出去!未必不是一件好事$ 所以!当

5

月初看到&周口晚报'小记者周刊(推出

)快乐水手%逐梦北京*励志夏令营的消息

时!顿时怦然心动+++赶海踏浪 "沙滩拓

展 "登长城怀古 "进名校励志 !亮点不少

啊, 于是!我毫不犹豫地为女儿报了名$

接下来就有事可做了 ! 我把要带的

东西列了清单! 和女儿一起准备! 备好

一样 !就划掉一样 !既想做到面面俱到 !

又不想增加更多的行李负担$ 整理行李

的同时! 也伴随着各种担心+++虽然希

望孩子能出去体验和历练! 但这毕竟是

第一次离开父母啊, 开始是担心孩子的

身体! 再到担心营地的生活条件! 最后

担心安全和孩子的适应能力等 $ 总之 !

启程的日子就在物品的添添减减" 千叮

咛万嘱咐以及各种心神不宁中一天天临

近--

终于到了启程的时刻$ 这些小至八九

岁"大至十三四的孩子们!一一和家长们

挥手告别$ 比起家长们的顾虑重重!孩子

们则显得轻松畅快得多$ 女儿满面春风地

跟我挥着手!兴奋而殷切地憧憬着这趟旅

程$ 直到女儿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!我才

依依不舍转身离去$ 火车启动的那一刻!

我在心中默默祝福.孩子们一路平安, 迎

接你们的将是丰富多彩的生活!还有快乐

而不寻常的经历,

这次夏令营!女儿收获了很多$ 她增

长了见识! 增强了团队意识和独立能力!

比之前更乐于与人交往! 还增加了胆量%

树立了自信$ 今后!我要更加相信孩子!相

信老师和领队$ 忧虑渐渐褪去!随之而来

的是满满的期待--

!小记者彭楚涵家长 陈曙光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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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子加入小记者队伍已有
6

个年头

了$

6

年来!他参加的活动不算太多!但每

一次活动都很有意义! 都能给他带来惊喜

和收获$ 看着他由懵懂无知的孩童成长为

活力焕发的少年!作为家长!我在备感欣慰

的同时! 也由衷地感谢周口晚报为孩子提

供了这样一个长见识%增智慧%学本领的平

台$

在别人眼中!培元是一个兴趣广泛!热

爱读书!聪明%懂事%热情%幽默的孩子$ 也

许是望子成龙心切! 我一贯对他高标准严

要求! 这样的教育理念带来的直接后果是

孩子不太自信$为改变这种状况!我鼓励他

多参加集体活动!多和同龄人交往$

3473

年!培元参加了小记者北京励志

夏令营!在出发的前两天!他的手不小心受

伤了$ 我担心他的伤口!就不想让他去了$

他自信地说.)放心吧! 我一定会照顾好自

己的$ *为了不让他失望!我在千叮咛万嘱

咐中把他送上了北去的列车$ 在度日如年

中!我们盼来了儿子的平安归来!他不仅给

我们带了礼物! 还不无遗憾地说.)要不是

带钱不够! 我可以请你们品尝北京烤鸭

了$*几天不见!我发现儿子长大了!也更加

自信了$ 看着他在讲述北京之旅时兴奋激

动的神情!我在欣喜之余!也更坚定了让孩

子继续参加小记者活动的信念$

去年夏天 ! 周口晚报组织小记者参

加郑州军事历奇夏令营! 我也想趁机锻

炼他的独立生活能力!就让他去了$ 他又

给我们带回了惊喜.由于表现突出!他被

队员推荐为)政委*$ 他学会了怎样与人

沟通交流!如何进行团队合作!独立生活

的能力有了很大改观! 做事的节奏也快

了起来$

培元从小就喜欢读书! 以前都是我帮

他借书%选书!成为小记者后!他不再让我

帮他选书了!而是自己去图书馆借书$刚开

始! 他看的是简单易懂和幽默搞笑的童话

故事书!渐渐地!他倾向于看知识面广的系

列丛书了$我暗自高兴.孩子的阅读面更广

了!读书的品位也提升了!作文水平提高也

就指日可待了$

&周口晚报(!荡漾着文化与信息的海

洋/&小记者周刊(! 一个让孩子们孕育梦

想%放飞梦想的舞台$希望越来越多的孩子

在她的扶持下茁壮成长$

!小记者黄培元家长 董学勤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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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识&小记者周刊(!是几年前

的事了$ 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

中午! 我放学刚到家! 爸爸就大声

喊.)儿子!快过来!我送你一份好礼

物$ *我跑过去一看!哇!是&小记者

周刊(, 又翻开看了看! 真是太美

了+++封面设计优美! 内容丰富多

彩!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$

感谢&小记者周刊(!它开阔了

我的视野!培养了我的写作兴趣!增

强了我的写作信心$如今!我已经在

&小记者周刊( 上发表了十几篇习

作!其中!&奶奶进城(还被编辑老师

刊登在&佳作赏析(栏目$要知道!我

以前可是一听到作文就头疼啊$ 每

次写作文!我不是参考作文书!就是

上网查电脑! 爸爸妈妈也为我能写

好作文费尽了心思$

自从有了&小记者周刊(!再加

上经常参加小记者的各项活动!多

学习!勤练习!我的写作水平渐渐提

高了$对我来说!现在写作文不仅不

是负担!更多的是一种享受$

0小记者 程书鉴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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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今年
74

岁了!是周口六一路

小学的学生$ 我特别喜欢画画!每当

完成作业以后! 就在书桌上开始画

一些卡通%动漫%山水花鸟之类的图

画! 我的房间里挂满了一幅幅我的

小作品$ 每周一的&小记者周刊(!我

都会认真阅读和欣赏! 当看到我的

绘画作品登上报纸的那一刻! 甭提

心里有多高兴啦,

在参加小记者活动的过程中 !

我不仅开阔了视野!增强了学习%做

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! 还提高了自

信心!很多方面都得到了历练$

金秋采摘活动! 让我知道了只

要有辛勤的付出! 就会有许多的收

获/乒乓球%羽毛球比赛!使我懂得

了团队的力量与合作的重要性 /植

)幸福林*活动!让我懂得了爱护树

木! 人人有责--这些活动都让我

深有感触!受益匪浅$

此时此刻! 我非常感谢周口晚

报所有的叔叔阿姨们! 你们为我们

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和机会 !

我们的各种才华才得以展示$

我骄傲!我是一名小记者, 小伙

伴们! 你们也赶快加入小记者的队

伍吧,

!小记者 李飞宇"

(123"4$

我是周口实验小学的小记者阮

清悦!我的爱好是主持!平时没事就

爱演讲$ 我很高兴成为小记者!而且

参加了很多小记者活动!如春游%植

树%去养老院献爱心等$ 我喜欢和父

母交流!经常把学校里%班里的新鲜

事讲给他们听! 爸爸妈妈也会给我

讲一些做人%做事的道理$

记得我在&周口晚报(发表的文

章有&喷绘剪影(%&啊, 老师(%&我爱

深秋(--一共十几篇呢, 厉害吧,

记得当我的第一篇文章&我是一只小

小鸟(在&周口晚报(上刊登出来时!

我高兴得跳了起来!爸爸妈妈也高兴

得合不拢嘴!老师还在班里朗读了这

篇文章$

我是快乐小记者!因为参加小记

者活动不仅可以增长知识! 开阔视

野!还可以结交很多的朋友$

!小记者 阮清悦"

-./01 23/41

我的女儿在纺织路小学读五年级!当

上晚报小记者已有
6

年了$ 同刚刚领到小

记者证的同学相比 ! 她说自己已是一个

)老*记者了$ 每当她滔滔不绝地给同学们

讲述自己当小记者的收获时! 早已有无数

双羡慕的目光向她投去$ 从她的言谈举止

中! 我发现她确实比同龄的孩子要懂事得

多!成熟得多$

前几年!女儿多才多艺!能歌善舞!但

是无论什么节目和活动! 她都没有胆量参

与$ 经历过无数次丰富多彩的小记者活动

之后!现在今非昔比了!每天她都盼望着能

登台表演呢,

去年暑假! 我带她到北京参加全国优

秀特长生艺术大赛展演! 获得了少儿组歌

唱类金奖$孩子在这方面的突破!让我欣喜

万分$ 与此同时!孩子最近几年在&小记者

周刊(发表的作文有十多篇!&小记者风采(

栏目也曾经展示过她的很多收获$

女儿的进步还不仅仅是这些 ! 包括

她的心态也有很大改变 ! 从以前的自私

到现在的无私 ! 从以前的自卑到现在的

自信! 从以前的一无所知到现在懂得感

恩--点点滴滴 !她都力求做得更出色 $

对需要帮助的人 !她不惜把
7444

多元的

压岁钱拿出来 ! 去帮助家庭贫困的同龄

人完成小小梦想 / 她在公交车上会主动

把座位让给老人/大街上 !她将零花钱施

舍给残疾人--看到孩子为社会做点有

益的事情!我感到由衷的欣慰$

孩子的每一点进步与变化! 家长都看

在眼里!喜在心上$非常感谢周口晚报为孩

子搭建的成长舞台! 因为报社老师为孩子

付出的努力! 才让众多的孩子在自己的童

年里增添了这难忘的一笔$

0小记者谭怡然家长 王静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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